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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廚房
台東聖母醫院每天要提供700份營養午
餐給獨居長輩，但台東地形狹長，村落間
距離遙遠，以往聖母醫院送餐服務都由醫
院或農莊做好後送到每個獨居老人家中，

饗

不但時間拖長，有時候便當送達時都冷掉
了。今年起聖母醫院在嘉蘭、大溪、安朔三
個部落成立部落健康廚房，縮短送餐時間，
提供老人家更多的關懷。

700獨居老人

聖母醫院供餐 快遞溫情便當
訪每位獨居長者。記者搭乘其他工作人員的車輛在
後，幾乎跟不上他的速度，怕我們迷路的金錫有雖不
時放慢速度等待我們，仍不斷催促說：「老人家最怕

上午10時不到，台東金峰鄉嘉蘭村的部落健康廚房
內，3個社區媽媽熟練地裝著便當，由於每個老人家

吃到冷便當，而且他們都會等我耶，每天送100多個
便當，手腳不快點根本趕不及啦！」

的健康狀況不一，有些人必須少油少鹽，有些牙齒不

到了獨居老人家後，只見宋阿嬤早就坐在門口等

好須吃碎食，媽媽們會照便當上的字條，替每個便當裝

他，滿臉笑容跟金錫有打招呼，金錫有除了把便當送

填不同的菜色，或用剪刀剪碎餐點，方便老人家食用。

達，還會跟老人家們說說話，因為這或許是一天中他
們唯一與外界溝通的機會，阿嬤說：「他就像我兒子

穿梭山路趕送飯
同一時間50歲的送餐員金錫有，剛接完老人家到日
托中心，還來不及擦汗就趕忙到廚房幫忙，把熱騰騰
的便當分類打包放進保溫箱，不一會的工夫就把餐點
準備好，裝上機車準備出門送餐。
《蘋果》記者到訪這天，金錫有在豔

一樣，看到他就開心啦！」

菜色經個別設計
曾有一個老人家，把每天送餐便當上的橡皮筋，一
個個串在竹竿上，密密麻麻的橡皮筋代表著聖母醫院
對他的關懷。金錫有說，老人家需要的只是關懷，雖

陽下騎機車穿梭在蜿蜒的山

然只是說幾句玩笑話，逗他們笑一笑，就能讓他們開

路，熟門熟路的造

心一整天，「看到他們的笑容，再辛苦也值得！」
台東聖母醫院營養師鍾盛吉說，每個獨居老人的便
當，都是經過營養師評估個別健康狀況後，設計出不
同菜色。預計今年底前部落健康廚房將擴展到泰源、
成功、大武三地，但仍有相當大的資金缺口，期盼更

▲

多社會協助，讓後山的老人都能得到關懷。
金錫有（左）送上便當後，與老人家寒

暄兩句，讓老人家相當窩心。張勵德攝
▼金錫有騎機車奔馳在蜿蜒的山路上，逐
一送餐給老人家。

資訊

台東聖母醫院 部落廚房
⊙服務對象
．原住民部落獨居老人
．經濟弱勢孩子（寒暑假期間）

發送範圍 在嘉蘭、大溪、安朔三地設有部落廚房，
供餐給台東市、金峰、太麻里、大武、金崙等地區。

⊙幫助人數
每日提供近700份中餐，幫助獨居老人及弱勢學童。
⊙未來計劃
今年底前完成泰源、大武、成功三地部落廚房籌
設，仍須320萬元經費。
⊙捐款方式
．劃撥帳號：06620781
．戶名：台東天主教聖母醫院
．電話：（089）322833
．網址：http://www.st-mary.org.tw
資料來源：台東聖母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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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地廣人稀，交通運輸極為不便，病人要到醫院看病非常不容易。
聖母醫院早在30多年前，即發現貧困患者連就醫的交通費都無力支付，且重症病人無法承受舟車勞
頓之苦！便由居家護理先驅艾珂瑛修女開展了「到家服務」的行動。堅持「別人不做，我們做！別人
不去，我們去！」的精神，只要病患有需要，不論山地、沿海部落或是離島，都有聖母醫院服務的足
跡。除了到家服務外，也將服務在地化，並運用當地資源，服務當地部落。
目前院外服務包括：居家護理、居家服務、送餐服務、日托據點、健康活力站及家庭托顧等．．．
每日提供超過1000位、遍佈台東的民眾或患者優質的照護服務。
本文為您詳細介紹本院深受各界好評的「家庭托顧」服務

2012年6月25日，負責十年長照計
畫－家庭托顧的內政部官員，和民
間推廣單位老人福利聯盟，連袂參
訪台東聖母醫院的家庭托顧服務，
一致盛讚本院家庭托顧工作實施成

部落裡老人的褓姆－

家庭托顧

果亮眼。
「VuVu(原住民奶奶)這裡是你的座位、Fagi(原住

體系三年先導計畫」，這項計畫清楚的勾勒出建構

民爺爺)不要亂跑，等一下我們要唱歌喲」，這是聖

社區化長期照顧服務體系的方向，其中重點服務項

母醫院居家服務員阿桃每天在家庭托顧站跟她照顧

目之一就是家庭托顧服務(Adult Foster Care，略稱家

的長輩們親切對話！原本在山下餐廳工作的阿桃，

庭托顧)，是從國外引進的新型照顧服務。

為了照顧年老行動不便的婆婆，不得不辭去工作，

家庭托顧是以「在地老化」為目標，讓老人家留

使得原本就很吃緊的家庭開銷，更加拮据。還好阿

在自己最熟悉的社區或部落中接受照顧服務，尤其

桃去年透過聖母醫院的培訓，成為一位合格的居家

當老人家出現失能、心智損傷而無法獨立過日常生

服務員，而聖母醫院也派專人將阿桃的家，改造成

活，而子女們也因必須工作，無法全天照顧時；為

符合政府規定的家庭托顧場所。「我在家照顧婆婆

了讓老人家能和子女住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於是

一個人是照顧，再多照顧二、三個老人家也是照

日間照顧機構(老人日托中心)紛紛出籠。但是日間

顧，沒問題的啦」，「而且除了我婆婆之外，我順

照顧服務的據點實在太少，加上交通不便、費用也

便照顧的是隔壁的VuVu和村裡獨居的Fagi」，「他

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負擔得起；因此，能夠提供長輩

們我都認識、很熟的，老人家聚在一起可以聊天、

在住家附近的照顧服務據點－家庭托顧，就這樣產

不會無聊，我煮菜也比較好煮，最重要的是還有薪

生了。

水可以拿」。「剛開始辭掉工作時，很擔心只有我

就如同把小孩托給社區內的褓姆一樣，將自己的

先生賺錢不夠用，日子很難過；不過現在可以在自

長輩送到住家附近的居家服務員家中接受照顧。因

己家照顧婆婆、小孩，和鄰居之間的感情也因為我

為居家服務員必須經過專業訓練、具備基本的照顧

白天照顧他們的爸爸、媽媽而變得更好，經常被送

能力，在取得合法證照後才能執業；加上就在自己

東西耶，這樣感覺很有成就感，全社區的人也覺得

家附近，彼此都是認識的鄰居、親友，所以能讓家

很棒！」阿桃說。

屬安心的托付，尤其台東原住民種族較多，親切的

人口老化已是世界先進國家的特徵，台灣為因應
這樣的趨勢，早在2000年就實施了「建構長期照護

語言溝通更是必要。
長期照顧體系十年計畫(略稱長照十年計畫)實施

傳愛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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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全台家庭托顧服務進展緩慢，2009年全台灣

庭托顧的居家服務員來說，醫院就是她們強而有力的

只有4個縣市(台東還沒有)、20個單位投入，但服

後盾。

務的個案數至今僅有10人；然聖母醫院從2011年到

五、 醫院與居服員彼此信任

2012年一年的時間，協助成立的家庭托顧據點就有4

有再好的場所和訓練，要是沒有彼此的信任做為基

家、服務高達16位老人家，分別在泰安(3人)、正興

礎，是不可能成功並持續運作的。家庭托顧的居服員

(3人)、嘉蘭(6人)、達仁(4人)，這也難怪內政部官員

都是先經過醫院篩選部落社區的適當人選，而其住家

和老人福利聯盟要來台東看看，實際瞭解為什麼別的

也必需通過醫院專業人員的評估，在一切條件符合後

縣市很難做到的家庭托顧工作，而聖母卻在短短一年

才予錄取、訓練；執行托顧期間，醫院更會隨時提供

內，將家庭托顧據點和服務人數超過全台灣的總和。

家庭托顧據點所有需要的服務，因此，雙方永遠保持

聖母醫院執行家庭托顧工作，最初只是遵循政府的

著相互信任、合作的態度。當然，醫院也會定期、不

政策，從沒想過其他縣市推不動的問題，就只是傻傻

定期的前往各托顧據點探訪，實際了解有無需要改進

的、認真的去做。「我們沒有想那麼多啦，要家庭托

之處，這一切就是為了提供家庭托顧最好的服務與品

顧，我們就去社區和部落找尋合適的人，訓練她、改

質。

造她家；同時也詢問需要家庭托顧的對象，彼此媒

六、 運用政府補助款回饋居服員

合，就這樣默默地做了一年；我也不知道這樣就是全

政府鼓勵醫院設立家庭托顧據點，補助金額雖然不

台灣推行家庭托顧最好的單位，我們只是做好應該做

多，但聖母醫院分文不取，全數回饋給辛勞的家庭托

的事而已」社區居家督導月鳳說。

顧居服員，以感謝那些願意留在家鄉照顧長輩的居服

如果真要探究為何聖母醫院能順利推展家庭托顧的
原因？大概可歸納為：
一、 長期耕耘部落社區

員們，這些補助款對收入微薄的居服員們多少有些助
益。
家庭托顧理念源自英、美等國，根據他們的研究，

聖母醫院在台東各偏遠部落、社區服務超過半個世

家庭托顧可避免機構服務經常附帶一連串的強迫性服

紀，早已和部落、社區民眾打成一片，同時也了解各

務，同時提供年長者更多的希望和行動能力。家庭托

部落間的文化差異。在居民與聖母彼此相互信任的前

顧提供如同在家一般的生活照顧，甚至比住在家中更

提下，對聖母推動家庭托顧自然少了陌生的疑慮，即

好的生活照顧。而經研究指出：家庭托顧的老人，在

使有，也能接受聖母同仁耐心的解說，轉而全力支持

身體功能及認知障礙的狀況改善，都比護理之家的老

家庭托顧工作。

人好，打破了一般人的刻板印象與迷思。雖然國內目

二、 協助改建無障礙設施

前的家庭托顧推展工作，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但就

做為家庭托顧場所的住家，必須符合政府的相關規

像聖母醫院一樣，不問困不困難，只問是否對病人或

定，如：無障礙設施等…，但一般家庭不可能有無障

社區民眾有益，只要有益，「做就對了」。

礙設施，而且也沒錢進行改建；這時聖母醫院就會
派工務組的同仁前往協助整建，而且是完全免費的好

幫助患者安心回家
－輔具租借中心

康。
三、 輔具中心適時支援

提供病患生活所需輔具租借服務，以提昇

許多需要家庭托顧的老人家通常行動不便，無法自

病患生活便利及改善其生活品質。

己料理日常生活，常需要輔具的協助；聖母醫院的輔

⊙服務項目

具中心就會適時的提供輔具，讓老人家藉由輔具方便

包括：電動病床、氣墊床、製氧機、輪

行動，只要老人家可以移動，他們就會比較有活力、

椅、助行器、便盆椅、抽痰機…等，生活

社交圈也比較能夠擴大，對家庭托顧服務員來說，同

上所需輔具的租借服務。

時減輕了照顧上的負擔。

⊙ 服務對象

四、 社區居家做為後盾

01.設藉台東縣市之有需求之民眾。

居家服務和居家護理一向都是聖母醫院服務重點中

02.本院長期照護及安寧療護之病患。

的重點，在台東偏遠地區經常可見聖母醫院社區居家

⊙服務電話

工作人員的身影。家庭托顧主要是提供基本的身體照

089-322833轉311

顧，但遇到較為複雜或艱深的問題時，居家服務員會
請求醫院協助，而醫院的居家訪視車就會在最快的時

★參考資料【老人家庭托顧服務-「非自宅的居家照顧」之實

間內，載著工作人員前往探視，為其解決問題，對家

踐】/鄭雅文、莊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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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盡所能

糖尿病人血糖達目標！

助

提昇台東糖尿病醫療照顧品質的實際展現

葡萄糖粉
品

名：POQUETTE進口精純高級葡萄糖

內容量：15公克／包
成

分：法國進口精純葡萄糖

用 途：每包直接沖泡100~150cc溫開水
飲用或直接口服。
特

性：精純高

級葡萄糖屬於基
本單醣，其糖
份、熱能和養份
不必消化可以直
接吸收，迅速恢
復體力；足夠迅
速補充血中糖份
太低的情況。

什麼醫院看病前要先上課、還會先請你吃飯呢？！

衛」，邀請所有初診病人都要參加，在3個小時的初診衛

答案是台東聖母醫院的糖尿病門診，自從台灣糖尿病

教中，學習認識糖尿病、學會測血糖、學會如何自我管

權威林瑞祥教授擔任台東聖母醫院院長以來，台東地

理，並在課程結束時，一起用晚餐，看看這樣吃的飯前飯

區糖尿病醫療照顧品質大為提升，林院長並於2009年

後血糖的改變，讓病人在體驗學習中產生信心與希望。

3月，在本院成立「糖尿病中心」嘉惠更多需要的民

創新控糖策略

眾。
糖尿病權威醫師來到本院服務，造成台東地區其他
醫療院所很大的震撼，深怕病患會因此流失，林瑞祥
院長強調：「我來，不是跟大家搶病人；我來，是幫
助糖尿病人得到更好的照護。只要是對病人好的事，
都值得我們去做。」
受林院長的影響，台東聖母醫院糖尿病中心的專業

* 辦理5天4夜控糖生活營，度假方式的學習，輕鬆
地把血糖控制好。
* 辦理臨床帶教研習活動，接受糖尿病醫師、衛教
師…等見實習。
* 開發及收集創意糖尿病衛教教材及相關產品。

團隊，絞盡腦汁，將病人只是看病拿藥的例行看診公

* 推動台東地區糖尿病友團體輔導計畫。

事完全改變，因為糖尿病是生活習慣病，要控制好血

* 親赴偏遠山地或離島衛生所進行特殊個案指導。

糖就得從日常生活中著手，在2012年初開辦「初診團

* 購買快速糖化血色素測試儀，15分鐘內及時有結
果，有利診察。
* 引進相關設備器材，如：眼底攝影機等，協助診
察及治療。
* 推動糖尿病友芳香照護計畫，以芳香療法協助糖
友身心靈舒緩。
* 利用健康會館營造健康飲食的情境，以利健康生
活。
本院糖尿病照顧品質，成績斐然。2011年糖

我的健康餐盤
依照美國農業部及哈佛大學公共衛
生學院的「我的餐盤My Plate」改良，
由聖母醫院出品的「我的健康餐盤My
Healthy Eating Plate」上市囉。方便易
懂，容易使用(盤面上有色塊區分圖面
及文字說明)、輕小、安全，可攜至
任何地方使用，清洗方便，材質為美
耐皿，通過2011年衛生署最新公告標
準，並符合國際食品容器安全檢驗，擁
有美國FDA，美國重金屬EN71，歐盟
EEC，REACH歐盟化學測試，歐盟塑膠
食品容器雙酚A檢測，日本厚生省食品
容器安全檢驗，及洗碗機食品容器安全
檢驗合格認證，敬請安心使用。
購買專線089-345719

尿病衛教學會調查全國糖尿病病人ABC達標率是
7.8%，聖母醫院2011年ABC達標率是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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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祝福的

糖尿病童 樂活營
每一年，台東的糖尿病孩子若要參加專為他們設計的

大姊姊，為了服務營隊學員，也想盡辦法先到高雄，

暑假夏令營，就得翻過半個台灣到西部參加，舟車勞

再轉搭8月3日凌晨的客運於半夜03:45到達台東，整整

頓不說，花費的金錢卻是每個台東糖尿病家庭的沉重負

花費比原定好幾倍的時間，沒有休息就立即投入營隊活

擔，也因此很多家庭無法參加，為此，聖母醫院決定和

動。其他服務人員也在8月3日當天中午前全數到達。

中華民國糖尿病病友全國協會攜手合作，在台東辦一個

而外縣巿的學員及家長共乘一輛遊覽車也在凌晨4點由

糖尿病孩童難忘的夏令營。

台中出發9點30分準時到達聖母醫院報到。

萬事起頭難，糖尿病專屬營隊和一般的營隊有很大的

還好所有的辛苦有了甜美代價，營隊由聯電志工設計

不一樣，它是透過活動、團康和遊戲，將糖尿病衛教知

有如化妝舞會般的相見歡揭開序幕，不愧是科技人，專

識融入其中，讓病童學習，學會自己打針、自己照顧自

業的規劃真的令人大開眼界，光是服裝道具的搬運就是

己。所以需要大量的糖尿病專業醫護人員帶領，可是台

一件大工程，更別說是道具的製作；節目的排演及活動

東地處偏遠，有人要來嗎？還好在天主眷顧下，有許多

的規劃，可見聯電人所費的心思及努力。

糖尿病醫師、衛教師和營養師自願用自己的休假來營隊
當醫療志工。

三天二夜的活動，病童們都要學會自己測血糖、打胰
島素，就連六、七歲的病童也不例外。除了學習糖尿病

為了讓台東第一型糖尿病(T1DM)的學童知道全國還

相關知識，病童們在聖母的安排下，參加了「聖母健康

有很多人和自己一樣，所以也邀請了外縣巿的病童參

農莊的感恩祈福收穫祭」，這是多個原住民族群的聯合

加。除了來自全國龐大的醫療志工外，更有聯電文教基

豐收祭，對病童們是個嶄新的經驗，體驗不同的族群文

金會的二十多位志工組成了強大的服務團隊，在今年

化，尤其營隊設計發給病童們園遊券，要他們購買園遊

8月3日到8月5日，於台東知本東遊季溫泉渡假村舉辦

會上的食物做為晚餐，當做是營隊營養課程的驗收。三

「第一屆T1DM樂活營」。

天的行程雖然有一些波折，但一切都因天主的保佑得以

8月1日起蘇拉颱風襲擊北台灣，8月2日全台火車停

圓滿完成。

駛，原定中午到達台東的志工們交通因而受阻。聯電竹

最後的結業式，很多家長紅了眼眶，三天沒見孩子，

科及南科志工團成員原定由南北雙向到台東會合，也因

但是他們看見了自己的寶貝成長了。有一位家長滿臉淚

為颱風攪局無法順利前來。但是他們想盡辦法，改搭高

水抱著副院長道謝著說，自從小孩得到第一型糖尿病開

鐵到新左營會合，想搭南迴線火車到台東，但南迴線也

始，每天都提心吊膽深怕小孩半夜低血糖一覺不起，已

停駛，他們改包遊覽車，終於在強風大雨下到達台東。

有好多年不曾像這幾天一樣可以安心的一覺到天亮。第

隨即展開場佈及排練，直到凌晨才休息。雖然比原定時

一屆T1DM樂活營，雖然在大風大雨中開始，卻是在和

間晚了很多，但聯電人的敬業，想盡辦法完成使命的精

煦陽光下結束，沒有人選擇放棄，因為知道所做的事是

神令人感動。
再則是本身也是T1DM患者的護理人員及幾位大哥哥

有意義、有價值的，因為這是台東糖尿病童們所殷殷期
盼的暑假禮物。

以愛關心第一型糖尿病童
本院長期關心第一型糖尿病童，
結合各界的力量，展開愛的行動。

2012年多元的活動及服務
* 本院方便病童就醫，開辦週六特別門診。
* 辦理糖尿病童的週三讀書會及藝術治療。
* 拜訪學校，讓老師和同學能正確瞭解糖尿
病。
* 辦理講座促進台東地區校護認識第一型糖
尿病。
* 提供病友、家屬心理支持與輔導，以適應
疾病。
* 拜訪病友家庭，聯繫病友間及其家庭之感
情及發現問題。
* 辦理第一屆T1DM樂活營
* 尋求社會資源，協助弱勢貧窮病友解決相
關醫療問題。
* 邀請企業志工提供個別長期陪伴關懷。

棒棒糖聯誼會控糖 展佳績
台東聖母糖尿病友棒棒糖聯誼會，
在糖友們的努力及醫療團隊的協助
下，有優異的控糖成效：62%棒棒糖
聯誼會的會員 糖化血色素<7%、78%
棒棒糖聯誼會的會員 低密度脂蛋白
膽固醇<100 mg/dl
透過相互支持彼此鼓勵，經由血糖
監測、飲食、運動及藥物等糖尿病相
關知能的學習，幫助病友重塑健康行
為；期待能達到把血糖控制好、減少
併發症、過更健康快樂生活的目標。
同時也希望能協助高危險群的家屬或
民眾預防糖尿病發生。
歡迎加入棒棒糖聯誼會，洽詢專
線：089-322833轉15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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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華老師
的 最後一堂課
連身分證都沒有的他，在生機盎然
的春天，走完人生最後的一段旅程，

「咦？剛住進病房的病人怎麼不見了」，整個護理

枷鎖，桎梏住他的靈魂，所以團隊同意讓他睡在病房

站都緊張了起來，連醫師也加入尋找的行列，在僅有

外家屬休息區的沙發上，所有的治療都在這裡進行，

數間病房、不大的恩典家園，就是遍尋不著病人的

讓他的心靈得到解放。而安寧病房除了病痛的緩解

仍不忘在告別式上，用他荒唐的人生

蹤跡；往病房外找，發現他就躺在家屬休息區的沙發

外，團隊也全力完成他想和親人見最後一面心願，雖

為送別的人上了一課。他是醫院安寧

上，經過一番勸導，好不容易他才願意回到病床上。

然家人遠在大陸因故無法回來，但我們還是想方設

隔天，同樣的戲碼又再次上演，這可讓護理人員傷透

法，利用視訊讓阿華和家人做了最後的道別。

病房很特殊的病人，30開外，孓然一

了腦筋；病人為何不喜歡舒適的病床卻跑到沙發上去

阿華除了媽媽、哥哥外，沒有任何親屬，也沒有任

生，卻被病魔折磨成像是50多歲的老

躺呢？社工、修女和護理師們耐心的在旁陪伴，想要

何財產；在告別式那天的早上，原本以為只有醫院

頭子，最終在聖母醫院的安寧病房認

找出原因，慢慢地引導他說出自己的故事…

社工和公關二人送別，沒想現場竟然見到20多位醫

清自己，找回靈魂。

院同仁自發性的幫阿華老師助念，這些同仁大多不認
我是台東人，叫做阿華，生長在再也平凡不過的家

識阿華老師，只是在醫院的每日晨禱中，得知他孤獨

庭，小學時期還好，上了國中後因誤交損友，叛逆無

一人，沒有任何親人送行，都不約而同的來到殯儀館

知的離家出走，開始「荒唐的人生」。從那時起，進

為阿華老師獻上最後的祝福，而且還全程陪同，直到

出監獄成為家常便飯，而母親和唯一的哥哥也因此遠

火化結束。雖然阿華老師在醫院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

離了我，「親情」二字對我來說，已是陌生的字眼，

間，但是他的生命故事，讓我們學習到要如何付出更

這輩子再也沒感受到親情是何滋味？但，得到癌症

多的愛，給各個不同需要的人。

卻改變了我的人生。在第一家醫院就診時，手銬腳鐐
不曾離身，更有專人「看護」，雖然身處醫院，但感
覺好像是在另一座監獄，讓我絲毫沒有任何一點的求
生意志，而且我沒有身分證，只有編號。但，轉到聖
母醫院後，情況大為改變，院方幫我申請到重大傷病
卡，我有了新身分證，也有了名字，聖母醫院也答應
我任性的要求，讓我睡在病房外的沙發上，不再讓我
有被關在監獄的感覺。當我知道我的癌症已經到了末
期、不可能治癒時，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能再見到我
的媽媽和哥哥，感謝聖母完成了我的心願，讓我荒唐
的人生有了圓滿的結局。
阿華，雖不是老師，但卻用他短短的生命教育我
們！身殘體弱的他，不想安分住在病房中，這對要醫
護人員來說是件挑戰，但對阿華來說，病房是無形的

接生天國寶寶的助產士

-安寧療護
安寧療護需要結合各類團隊，想盡辦
法、竭盡所能，積極幫助末期病患及
家屬達到身體、心理及思想的平安。
聖母醫院於2004年設置全台東唯一的
安寧病房，提供8床安寧病床及安寧居
家療護服務，以「人」為中心的貼心
照護模式，協助患者有尊嚴、有品質
的走完人生最後旅途。

服務電話：089-322833轉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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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時間：8月4日
主題：感恩祈福收獲祭
內容：5個原住民族以及遊客共計千人，
一同為農莊祈福。

B
A
A

時間：4月21日
主題：第二屆聖母健康盃慢速壘球賽
內容：來自台東各鄉鎮共25支球隊參賽，
展現運動精神，競逐佳績。

D

C
時間：7月15~21日
主題：好醫師先修營
內容：8名各醫學系的醫學生，下鄉服務
窮苦病人，體會當好醫師之前要先
成為病人的好朋友。

D

B

時間：8月2~5日
主題：宗教與和平生活營
內容：百餘位不同宗教的領袖齊聚一堂，
展開宗教與和平的對談。

E

E
時間：7月28日
主題：馬卡巴嗨踩街
內容：聖母熱情參加踩街活動，獲得最佳
團體獎殊榮。

F
時間：7月1~7日
主題：輔大偏鄉真愛體驗營
內容：6位輔仁大學醫學系學生進行體驗
式學習，下鄉服務窮苦民眾。

F

C

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醫院門診時間表
時間
科別
糖尿病門診

星期一
上午

下午

上午

星期三

下午

上午

林瑞祥(預約制) 林瑞祥(預約制)

新陳代謝科
內 科(腸胃內科)

星期二

傅珊珊

下午

林瑞祥(預約制)

台北國泰綜合醫院醫師
傅珊珊

星期四
下午

林瑞祥(預約制)

上午

星期六
下午

上午

黃冠球

當週
值班
醫師

林瑞祥(預約制)

看診時間9/24~9/26、10/22~10/24、11/19~11/21(以上均為上午時段)

傅珊珊

黃冠球

上午

星期五

傅珊珊
黃冠球

傅珊珊
黃冠球

黃冠球

內科
張斯卡

張斯卡

張斯卡

張斯卡

蔡明村

腎臟內科

(第二、四週)

家醫科
小兒科

林瑜貞

預防注射

林瑜貞
(第2個
星期六)

林瑜貞

林瑜貞

緩和醫療(安寧)

黃冠球

黃冠球

林瑜貞

黃冠球

黃冠球

黃冠球

婦科
骨科
復健治療

周紘志

周紘志
○

○

○

周紘志
○

○

周紘志
○

○

※國內糖尿病權威林瑞祥教授，即日起於本院開始看診(糖尿病中心) 糖尿病中心初診預約分機：100、101
◎門診時間：上午09：00-12：00 下午14:00-17:30
本院提供戒菸門診服務，戒菸門診時間為每週一下午14:00-17:00 歡迎民眾多多利用
◎現場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00(上午門診11:30停掛) (週六)：08:00-11:30
◎預約掛號時間(週一至週五)：07：30-17:30 (週六)：08:00-12:00 ＊預約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
◎本院另有：成人健檢、骨質密度檢查、勞工健康檢查、監理站委託汽、機車駕駛人體格檢查。 諮詢電話:089-322833分機100、101
◎衛教室時間週一至週五08:00-17:30
＊團體衛教：每月第一週之星期五下午
諮詢電話:089-322833 分機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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